
「凝視百年身影」主題書展
序號 書刊名 作者 出版商 書目索書號

1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.一九三七~一九四五 郝柏村 天下遠見 005.32/4744/2013/v.1

2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.一九三七~一九四五 郝柏村 天下遠見 005.32/4744/2013/v.2

3 CEO參政記:我聞 我見 我思 我實踐 張育美 天下遠見出版 078/1108/2012

4 思考的熱情:七位女哲學家的故事 葛萊西奧芙 麥田出版 140.99/4412

5 激情尼采:漂泊在杜林的靈魂 張伯倫/李文瑞 究竟 147.66/1122

6 他行你也行:生涯人物選集 陳文佩 張老師 192.1/7502

7 靈山月色 釋永芸 智庫出版 224.515/2634

8 一花開五葉:惠能大師傳 陳南燕 佛光 226.69/7544/1995

9 寧可缺手,但無缺憾 施密特/葛毓茜 南與北文化出版 244.9/0832/2009

10 十字架之路:高俊明牧師回憶錄 高俊明/高李麗珍 望春風文化 249.886/0026

11 謝緯和他的時代 謝大立 人光 249.886/0440

12 臺灣人的先覺:黃彰輝 張瑞雄 望春風文化出版 249.886/1114/2004

13 臺灣另類牧師.醫師:謝緯 陳金興 草根 249.933/7587/2010

14 靈界的譯者.1,從學生靈媒到棒球女主審的通靈之路 索非亞/劉柏君 三采文化 296.1/4011/2009

15
科學大師的求學、戀愛與理念:their schooling, romance,

and belief=Biographies of great scientists
張文亮 校園書房 309.8/1100/2007

16
科學的巨人:領導世界的科學巨人=The giants in the

world of science
張慶文 廣達文化出版 309.8/1100:2

17 邁向卓越,深耕關懷:臺大科學家的研究故事 張錦華/陳泰然 臺大出版中心 309.8/1184/2004

18 諾貝爾獎女性科學家
McGrayne, Sharon

Bertsch/李靜宜
牛頓 309.8/4053

19 女孩的Wild觀察:六位女性自然觀察家的一生 珍妮.阿津思 遠流 309.8/7136

20 科學家的誕生:11位傑出華裔科學家訪談錄 徐安廬/徐安祺 商周出版 309.9/2830/2006

21 數學教室A to Z:數學證明難題&大師背後的故事 鄧漢/蔡承志 商周出版 310.9/1734-2/2009

22 諾貝爾的榮耀:物理桂冠 科學月刊 天下遠見出版 330.99/2772/2005

23 輪椅上的科學家:霍金的故事 吳燈山/張清龍 文經社 330.9941/2692/2005

24 反轉錄教父: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巴耳提摩 柯羅帝/涂可欣 天下遠見出版 360.9952/4160

25 諾貝爾獎:生理學.醫學 橘井文化公司 橘井文化公司 397.099/4502/1990/v.1

26 諾貝爾獎:生理學.醫學 橘井文化公司 橘井文化公司 397.099/4502/1990/v.2

27 笑退病魔 卡森斯/陳萱芳 天下遠見 410.14/2144

28 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 葛文德/廖月娟 天下遠見 410.1619/4402/2003

29 怪才、偶然與醫學大發現:改變歷史的十項醫學成就
費德曼/弗萊德蘭/

趙三賢
商周出版 410.9/5526/2004

30 台灣醫學50年 小田俊郎 前衛 410.9232/9623/2000

31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 藍博洲 INK印刻出版 410.927/  4443/  2005    

32 醫學人物研究作品集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410.99/5674/2009

33 醫學之愛無國界:醫療典範人物傳記選讀 陳永興/林衡哲 望春風文化 410.99/7537/2011

34 日本醫學人文大師:日野原重明回憶錄
日野原重明原著/

楊超然翻譯
望春風文化 410.9931/  6672  /2008

35 生醫開拓手:吳成文 吳成文, 劉傳文著 天下遠見出版 410.9933  /2650  /2006

36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:老醫生的隨想錄 吳昭新著 凡異出版 410.9933/  2660  /2008

37
一位眼科醫師的豐收人生:從臺灣到日本、美國等四國

的行醫、學習與生活之旅
施永豐 合記 410.9933/0324/2014

38 重披白袍:國際知名骨科權威王國照校長的學思歷程 王國照 望春風文化 410.9933/1066/2010

39 烏腳病之父王金河醫師回憶錄 王金河口述 410.9933/1083/2009  

40 張心湜醫者之心 張心湜/邱淑宜 天下遠見文化 410.9933/1133/2013

41 尋找心中的臺灣蘭巴倫《典範人物記事》 何宇珊/李雅蓉 中國醫藥大學 410.9933/2131/2011

42 臺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 朱真一 望春風文化出版 410.9933/2541/2005

43 理想的國度:吳德朗醫師回憶錄 吳德朗 典藏藝術家庭 410.9933/2623/2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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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臺灣中部醫療人物誌

梁妃儀/陳欣蓉/蔡

篤堅/洪武雄/陳秋

瑩

中國醫藥大學 410.9933/3342-2/2009/v.1

45 台灣心臟外科第一人:洪啟仁醫師的生命故事 洪啟仁/李慧菊 遠見天下出版 410.9933/3432/2014

46 高雄醫師會誌20週年特刊:封面故事
沈茂昌/高雄市醫

師公會

高雄醫師會誌雜

誌發行
410.9933/3446/2013

47 醫界英雄 李英雄 錦福健康管理 410.9933/4044/2013

48 長崎原爆:台灣醫生陳新賜.王文其歷險記 李展平 晨星出版發行 410.9933/4071/2012

49 醫世情 謝碧娥/羅秉龍 麥田, 城邦文化 410.9933/4213/2009

50 六十回憶:韓石泉醫師自傳
韓石泉原著/韓良

俊編註
望春風文化出版 410.9933/4412/2009

51 堅定信念: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 藍麗娟/陳定信 天下雜誌出版 410.9933/4414/2013

52 回憶錄之臺灣首位醫學博士:杜聰明 杜聰明著 龍文出版 410.9933/4416-2/2001  v.1

53 回憶錄之臺灣首位醫學博士:杜聰明 杜聰明著 龍文出版 410.9933/4416-2/2001  v.2

54 側寫王金河:臺灣烏腳病患之父的生命點滴 林雙不 王金河文化藝術 410.9933/4421/2009

55 臺大內科菁華 薛桂文/林肇堂
王德宏教授消化

醫學基金會出版
410.9933/4440/2007

56 風中的波斯菊:林媽利的生命故事 劉湘吟著 圓神 410.9933/4442/2004

57
烽火南國的少年: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學生的戰爭

筆記
黃撐旗 大千出版 410.9933/4450/2008

58 改變成功的定義:白袍CEO蔡長海的利他願景學 林靜宜/蔡長海 天下遠見 410.9933/4473/2009

59 都市叢林醫生:郭維租的生涯心路 曹永洋著 前衛 410.9933/5533/1996

60 荊棘.冠冕.動盪歲月:林恩魁傳 曹永洋 草根出版 410.9933/5533-2/2008

61 臺灣婦產科的播種者:陳庵君回憶錄 陳庵君/林秀禎 望春風文化出版 410.9933/7501/2005

62 臺灣醫界人物誌 陳永興 望春風文化出版 410.9933/7537-2/2004

63 醫者情懷:臺灣醫師的人文書寫與社會關懷 陳永興 INK印刻文學 410.9933/7537-3/2009

64 無悔之旅:陳永興醫師的心路歷程 陳永興口述 望春風文化 410.9933/7537-4/2010

65 堅持到底: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陳永興 INK印刻文學 410.9933/7537-5/2014

66 醫療與奉獻 陳瑩霖 高醫大 410.9933/7591/2009

67 安寧舵手:陳榮基化醫為愛的生命故事 陳榮基/莊曉明 周大觀基金會 410.9933/7594/2011

68 此心不沉:陳纂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 鍾逸人 玉山社 410.9933/8238/2014

69
一路遇貴人:向老師們致敬:高雄榮民總醫院第3任院長

鄭國琪回憶錄之良師篇
鄭國琪 皮球 410.9933/8761/2009

70 史懷哲自傳 史懷哲/梁祥美譯 志文 410.9943/5095-5/2004

71
卡羅.歐巴尼醫師傳奇:最先發現SARS病毒並為之捐軀

的傑出醫生

貝美穗/古桂英

/Bellaspiga Lucia
望春風文化出版 410.9945/6082/2004

72 奇醫恩典:台灣之友.挪威醫生畢嘉士
蘇海姆-凱瑟斯/達

特/陳妙香/楊秀花
天下雜誌 410.99474/2714/2013

73
天堂際遇:一位哈佛神經外科醫師與生命和解的奇蹟之

旅

亞歷山大伊本/張

瓅文
究竟 410.9952/1724/2013

74 黑巷中的小樹苗 戴維斯/周鷹 新苗文化 410.9952/4324/2008

75 微聲盼望:薄柔纜醫師獻身花蓮偏鄉醫療四十年 薄柔纜/賴佑哲 遠見天下文化 410.9952/4412/2014

76 手術刀下的奇才:現代外科之父霍斯德的傳奇生涯
吉拉德.茵伯著/林

哲男譯
天下遠見 410.9952/4426/2013

77 臺灣癩病患者的守護天使:戴仁壽醫師傳 董英義/陳秀麗 臺灣教會公報社 410.9953/4448/2010

78 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,醫學編,中醫學卷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人民衛生 413.09/5627

79 我的中醫傳承之路:難辛與輝煌,繼承與創新 溫振英編著 人民軍醫 413.099/3654/2009

80 著名醫學家和他的醫術 李渝等編著 牧村圖書 413.099/4038

81 中國中醫研究院人物志 袁君,秦秋,鄭乃俐 中醫古籍 413.099/5657/1995

82 妙手仁心開藥方:17位資深中醫的養生經驗與行醫傳奇 全嘉莉 如何 413.099/80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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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 醫聖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丁華永 育達科大 413.32/1043/2014

84 28公斤的生命:張恆鈞的成長手札 陳台秀 書泉出版 415.18/7522/2007

85 癌症天使:二十八年癌末患者廖美喜的故事 廖美喜/董桂月
基督教橄欖文化

事業基金會出版
415.271/0084/2005

86 蝴蝶輕舞30年:郭月英與紅斑性狼瘡的故事 郭月英/楊齡媛 東佑文化 415.279/0774/2004

87 諾貝爾百年百人,生理學或醫學獎 廖紅/朱幼文/王恆 世潮 419.9/0021/2001

88 諾貝爾的榮耀:生理醫學桂冠 科學月刊 天下遠見出版 419.9/2772/2005

89 用生命惜台灣 好消息電視臺 未來書城 419.9/4321

90 路上的光:當超越時空的醫護熱情燃起 黃勝雄 門諾醫院 419.9/4474;del

91 蛇杖的傳人:西方名醫列傳
努蘭/張益豪/許森

彥/楊逸鴻
時報文化 419.9/4744

92 我心長春 丘秀芷 新聞局 419.9/7224

93 名醫外傳 楊濤/郁愚/郁愚 世界文物 419.92/4634/1993

94 醫者之路:台灣肝炎鼻祖宋瑞樓傳 廖雪芳 天下雜誌 419.9232/0014

95 動盪的年代:一位外科醫師的回憶錄 顏崇漢 達璟文化 419.9232/0123

96 走進名醫的世界:14位成功名醫的人生傳奇 康健編輯 天下生活出版 419.9232/0225/2002

97 我的教育,我的醫學之路 何曼德著 新新聞文化 419.9232/2162

98 崔玖跨世紀 崔玖/林少雯 心靈工坊 419.9232/2217

99 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:葉英□傳記 吳佳璇 心靈工坊文化 419.9232/2621/2005

100 我與台灣小兒外科 洪文宗 洪文宗 419.9232/3403/2005

101 望醫心切:張錦文與臺灣醫院的成長 李淑娟 允晨文化 419.9232/4034-2

102 莊淑旂回憶錄 莊淑旂/許雪姬 遠流 419.9232/4430/2001

103 針灸英杰:林昭庚博士 李良松/葉海濤 北京大學醫學 419.9232/4433/2012

104 韓石泉醫師的生命故事:愛人如己的醫界典範 莊永明 遠流 419.9232/4436/2005

105 肝炎鬥士:陳定信 莊展鵬/陳定信 遠哲基金會出版 419.9232/4477/1999;del

106 一代醫人杜聰明 楊玉齡 天下遠見 419.9232/4612/2002

107 古早臺灣人著名醫師圖文鑑(1895-1945) 楊建成 俊傑 419.9232/4615/2003

108 那一年,我們是醫學生 葉金川 董氏基金會出版 419.9232/4748

109
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=Oral history of Dr. David

LandsboroughIV

劉翠溶/劉士永/陳

美玲

中央研究院臺灣

史研究所籌備處
419.9232/7213

110 走過輕狂:婦科名醫劉偉民的故事 劉偉民 先覺 419.9232/7227

111 走進名醫的世界:13位頂尖醫師的人生傳奇 陳玉梅 天下生活出版 419.9232/7514

112 杏林泌譚:國內42位知名泌尿科醫師的真情告白 陳世乾
中華民國泌尿科

醫學會
419.9232/7544

113 臺灣小兒科發展的舵手:陳炯霖 陳炯霖/康明哲 望春風文化 419.9232/7591

114 堅持:臺灣神經醫學的拓荒者洪祖培教授 邱浩彰/朱迺欣 允晨文化 419.9232/7730/2007

115 白髮與白袍:台灣腎臟醫學先驅陳萬裕傳 廖雪芳著 橘井文化 419.927/0014/2007

116 醫者的容顏:18位醫師譜出的動人樂章 于劍興 原水文化出版 419.927/1087/2006

117
跨領域的視野:醫師企業家:大學眼科林丕容打造華人視

力生技第一品牌的智慧
吳錦珠 聯合文學出版 419.927/2681/2007

118
生命的火焰:李俊仁回憶錄．亞洲器官移植醫學先驅的

傳奇故事=The glittering of lancets
李俊仁 新新聞文化出版 419.927/4022

119 臺大內科菁英 薛桂文
王德宏教授消化

醫學基金會出版
419.927/4440/2007

120 台美生涯70年:遠渡重洋的人生 林靜竹 前衛出版 419.927/4458/2006

121 臺灣仁醫的身影 劉昭仁 秀威資訊科技 419.927/7262/2005

122 傳光:南丁格爾的精神與志業=Florence Nightingale 馬鳳岐 華杏 419.941/7172/2002

123 歐亞候鳥棲息處:安芳蓮醫師在台東 方麗華 橘井文化 419.952/0014/2008

124 不與男孩同一國 康利/何穎怡 女書文化出版 419.952/0022

125 愛無國界:法默醫師的傳奇故事 季德/錢基蓮 天下遠見 419.952/2024

126 病毒最前線:出生入死三十年 皮特茲/奧謝克 先覺 419.952/2424

127 愛, 補人間殘缺:羅慧夫台灣行醫四十年 梁玉芳 天下遠見出版 419.952/33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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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最稚齡的科學:一位偉大醫師的觀察手記 天下遠見 419.952/3644

129 候診室裡的菩薩:生命中不可逃避的選擇題 布雷納/陳正芬 商智文化出版 419.952/4012/2003

130 住院醫師夜未眠:梅約醫學中心魔鬼訓練全記錄 柯林斯/楊慧莉 天下遠見出版 419.952/4144/2006

131 艾瑞克森:天生的催眠大師 薩德/陳厚愷 心靈工坊文化 419.952/4424

132 外公的顯微鏡:一個成就不凡的病理醫師 劉湘梅 合記 419.952/7234/2008

133 愛的再造:韓德仁與波士頓兒童醫院的醫療奇蹟 米勒/林哲男 天下雜誌出版 419.952/9044

134 活著就是贏家:英特爾創辦人葛洛夫傳
泰德羅/葛洛夫/莊

安祺/羅耀宗
知識流出版 484.67/5026/2007

135 Just for Fun:Linux創始人托瓦茲自傳
林納斯.托瓦茲/大

衛.戴蒙作/梁曉鶯
經典傳訊文化 484.67/5214

136 什麼都能賣!: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史東布萊德 遠見天下文化 487.652/5050/2014

137 逆勢求勝:28位頂尖企業家的另類思考法 李畢/劉道捷 商周出版 490.99/4060/2011

138 新領袖:12位開創新局的企業家故事 商周編輯顧問 商周 490.992/0702/2000

139 賺錢哲學:千億富豪糸山英太郎的致富傳奇 糸山英太郎 先覺 490.9931/2244

140 松下幸之助的傳奇 彭偉晏著 漢湘文化出版 490.9931/4226

141 無我無框:李祖德的人生品牌學 李祖德/王家英 遠見天下出版 490.9933/4032/2014

142 總裁聞思修:我在統一半世紀的學習 林蒼生 天下雜誌 490.9933/4442/2014

143 人生的禮物:10個董事長教你逆境再起的力量 葉雅馨 董氏基金會 490.9933/4474/2014

144 築冠以德:馬玉山的奮鬥故事 馬玉山/李翠卿 遠見天下文化 490.9933/7112/2015

145 技職領航影響四十:台科大40個翻轉人生的成功故事 廖慶榮 臺灣科大,遠流 525.833/0009/2015

146 18位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
伯烈特/史賓斯/黃

進發/周宜芳
天下遠見出版 550.99/2612/2007

147
斷臂上的花朵:從囚徒到大法官，用一生開創全球憲法

典範

薩克思奧比/陳毓

奇/陳禮工
麥田出版 589.6/4446/2013

148 坂本龍馬的夢與冒險:從下級武士成為國民英雄之謎 菊地明/蕭照芳 夏日 731.269/4446/2010

149
12個平凡女人勇敢逐夢的故事:挑戰地心引力定律, 讓

人生在中途起飛
鮑伊爾/陳敬旻 久周出版 781.052/2721/2005

150 比美國總統更有影響力的9個人 陳容香 圓神 781.8/7532

151

101場世界名人相遇時:當佛洛伊德遇見達利，安迪荷

沃嚇壞第一夫人,你絕對沒讀過的大人物 vs.大人物奇聞

妙史

布朗克雷基/王佩

茵
大寫出版 781/4037/2014

152 256個中國名人的處世智慧 宋效永/袁世全 華立文化出版 782.1/3003/2005

153 歷史上的風雲人物 李甲孚 業強 782.1/4062

154 人間大學:十五個橫越人生考題的真實故事 夏瑞紅/邱勝旺 經典雜誌出版 782.18/1012/2003

155 1949浪淘盡英雄人物 林博文 時報文化 782.18/4440/2009

156 臺大群芳:12位傑出女校友的故事 顏一秀 臺灣大學 782.228/0112/2005

157 誰領風騷一百年:女作家
世界女記者與作家

協會
天下遠見出版 782.248/4640/2011

158
帝王的智謀:十六位開國君王的成功奧秘, 又名, 王道:中

國歷史上的帝王術
任浩之 商周出版 782.27/2233/2007

159 為愛生財:17個心靈富翁 郭寶瑛 慈濟人文志業 782.632/0731/2006

160 臺灣人物群像 葉榮鐘/葉芸芸 晨星出版 782.632/4498

161 林獻堂傳 黃富三著 國史館 782.88/ 4431:2

162 藝術大師徐悲鴻 金山 雄獅 782.88/8022

163 不可能中的可能:王建民的美麗與哀愁 龔邦華 INK印刻文學 782.886/0154/2011

164 丁渝洲回憶錄 丁渝洲/汪士淳 天下遠見 782.886/1033

165 勁妹起步跑 吳真儀 聯經 782.886/2642

166 吳尊賢回憶錄:一位慈善企業家的成功哲學 吳尊賢著 遠流 782.886/2687/88

167 輪椅上的公主:追回幸福的旅程 江偉君 二魚文化出版 782.886/3121/2005

168 勇者的身影:江鵬堅先生行誼訪談錄 [江鵬堅口述] 國史館 782.886/31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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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OH?李國修! 李立亨 時報文化 782.886/4000:3

170 林語堂傳 林太乙著 聯經 782.886/4441/1989

171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/陳宣儒 遠流 783.12/6534/2014

172 創業之神:市村清 市村茂人 聯鳴出版 783.18/0448

173 真實:超馬女神工藤真實的跑步人生 工藤真實 遠流 783.18/1443/2013

174 朴槿惠傳:只要不絕望，就會有希望 吳碩 廣達文化 783.28/2611/2014

175 今天的台灣英雄:四十個不向命運低頭的人 宋自強總編輯 中央通訊社 783.31/302/ 2009

176 新台灣之光100:99個台灣人站上世界舞台的奮鬥故事 遠見編輯部 遠見雜誌出版 783.32/3625/2011

177 宜蘭女聲:阿媽的故事,教育篇 賴淑娟/張美鳳 宜蘭縣史館 783.322/5734/2014

178 務實的傳奇教育家:王廣亞的奮鬥人生 王廣亞口述 商訊文化 783.3886/1001-3/2012

179 全力以赴:商總龍頭張平沼的人生傳奇 張平沼作 經濟日報 783.3886/1113/201

180 彈出彩虹:血癌陽光天使張芸瑋生命之歌 張芸瑋 周大觀基金會 783.3886/1141/2014

181 不停轉的舵輪:朱秀吉船長訪談錄 張美惠/朱秀吉 澎縣文化局 783.3886/1185/2014

182 簡單就成功:補教女王徐薇的成長學習筆記 徐薇 商周,城邦文化 783.3886/2844/2009

183 臺灣獅頭旺:洪來旺人生傳 郭麗娟 春暉 783.3886/3446/2009

184 歸零,走向圓滿:典華創辦人林齊國的精彩人生 齊國著 遠見天下文化 783.3886/4406/2013

185 燦爛時光:Linking our lives:Lucie的人生探索 林秀姿著 天下雜誌 783.3886/4423/2011

186
黃伯超先生傳:台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‧本土醫學教育

改革先驅

黃伯超/蔡錦堂/徐

聖凱
前衛 783.3886/4424/2012

187 歸零,才可以逆轉:重刑犯變身油漆大亨 蔡永富/高安妮 健行文化出版 783.3886/4433/2012

188 莊進源回憶錄 莊進源著 前衛出版 783.3886/4433:2/2012

189 人權與藝術鬥士:歐陽文生命故事
蘇振明/蔣茉春/林

昌華

國家人權博物館

籌備處
783.3886/4456/2015

190 最美麗的理想:蔡明憲的生命歷程 蔡明憲著 晨星 783.3886/4463/2001

191 變動時代的知識份子:張昭鼎教授的一生 林銘亮著
張昭鼎紀念基金

會
783.3886/4480/2013

192 走出自己的路:吳聯星奮鬥錄 黃敏雄 建國科大 783.3886/4484/2010

193 蕭天讚自傳:牛背上的法務部長 蕭天讚
蕭天讚教育基金

會
783.3886/4610/2010

194 懷念傅斯年 胡適 秀威資訊科技 783.3886/4730/2014

195 我曾是流亡學生
成湯口述/成英姝

編輯整理
聯合文學 783.3886/5336/2009

196 立法院院長孫科傳記 賴澤涵,黃萍瑛著
立法院議政博物

館
783.3886/5733/2013

197 夢想，零極限: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 陳彥博 天下雜誌 783.3886/7504-2/2014

198 120公分的勇氣 陳攸華/張麗君 張老師文化出版 783.3886/7524/2011

199 時懷恩師:方懷時院士百歲誕辰紀念文集
方聖平/何邦立/陳

朝峰

臺大醫學院生理

所
783.3886/7542/2013

200 陳樹菊:不凡的慷慨 陳樹菊/劉永毅 寶瓶文化出版 783.3886/7544/2011

201 人間風景.陳映真 陳映真/封德屏
文訊雜誌社,趨勢

教育基金會出版
783.3886/7564/2009

202 臺灣史開拓者: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 周婉窈 新北市文化局 783.3886/7743/2011

203 後退,原來是向前:周錫瑋的人生後手學 周錫瑋/王蓉 天下遠見出版 783.3886/7781/2010

204 點水成金:旅美學人環工大師廖保和博士的奮鬥人生 余淑慧 天下遠見 783.3886/8035/2010

205 臺灣百年人物誌=The record of Taiwan great men
公共電視文化事業

基金會
玉山社 783.3886/8413/2005/v.1

206 逆.進阿基師:24則故事讓你看見不一樣的阿基師 鄭衍基 庫立馬媒體科技 783.3886/8724/2013

207 勇敢:劉榮春人生紀實=Courage 鄭淑蓮 昇陽國際設計 783.3886/8737/2014

208 大時代小故事:沈慶宗校長感恩的一生 廖維士 沈江守 783.3888/0024/2012

209 我是馬拉拉:一位因爭取教育而被槍殺的女孩 優薩福扎伊/拉姆 愛米粒 783.729/2435/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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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 翁山蘇姬 彼德.波凡姆 聯經出版 783.818/3474/2012

211 李光耀: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 韓福光等著 大地 783.878/4439/2013

212 卓別林自傳 查理．卓別林 志文 784.1/2164

213 華萊士:一個科學與人文的先行者 金恆鑣 臺灣博物館 784.1/8098/2013

214 羅素傳 艾倫．伍德著 志文 784.18/  2124 

215 希望:珍. 古德自傳
珍. 古德, 菲立普.

柏爾曼著
雙月書屋出版 784.18/  4024

216 莎士比亞傳 雨果/丁世忠 五南 784.18/1060/2014

217 深入非洲三萬里:李文斯頓傳 張文亮著 校園書房出版 784.18/1100/2003

218 青年狄更斯:偉大小說家的誕生
道格拉斯-菲爾赫

斯特
商周 784.18/3454/2014

219 克莉絲蒂自傳:她的秘密花園及感性人生 克莉絲蒂阿嘉莎 遠流 784.18/4424/2010

220 推理莎士比亞 葛林布萊/宋美瑩 貓頭鷹出版 784.18/4444/2013

221 時空旅行的夢想家:史蒂芬‧霍金 弗格森吉蒂 時報文化 784.18/5544/2013

222 貝克漢自傳:我的立場
David Beckham,

Tom Watt
聯經 784.18/6043

223 霍金傳 懷特/葛瑞本/王滋 藝文 784.18/9024-2/1994

224 居禮們:一個傳奇的家族 布萊恩/陳可崗 天下遠見出版 784.27/4046/2008

225 二十歲的卡謬:最初的戰鬥 塞希瑪夏/郭維雄 商周出版 784.28/3040/2014

226 瑪麗.安東尼傳奇 褚威格/陳蒼多 新雨 784.28/3454-2/1998

227 時尚頑童高堤耶 辜斯蘭/周明佳 馬可孛羅文化 784.28/4044/2011

228
居禮夫人和她的女兒們:你所不知道科學界第一家庭的

私生活

艾默林雪萊/張毓

如
遠流 784.28/4464/2013

229 二十歲的普魯斯特:追尋的時候 馬伊俄尚帕斯卡 商周出版 784.28/7122/2014

230 二十歲的盧梭:對自由的激烈渴望 馬佐希科柯婁德 商周出版 784.28/7242/2014

231 我的希望:蕾莎.戈巴契夫回憶錄 蕾莎.戈巴契夫 新潮社出版 784.88/5755

232 葉爾辛傳奇 約翰．墨里森著 新潮社出版 784.88/6064

233 伊隆‧馬斯克傳:發明未來的鋼鐵人 竹內一正 時報文化 785.2/8  8411/  2014    

234 悲欣路:回首大時代的悲歡離合/何步基傳(1919-2009) 瑪麗亞.緹蓓特著 天下遠見出版 785.28  /2642  /2010 

235 620億美元的秘密:巴菲特雪球傳奇全紀錄 王寶玲 創見文化出版 785.28/1031/2012

236 橋: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 雷姆尼克/林曉欽 八旗文化 785.28/1474/2012

237 老虎．伍茲的傳奇:21世紀的新英雄 緒方邦彥 慧眾文化出版 785.28/2050

238 瑪莎.史都華:最會賺錢的「家庭主婦」 拜倫 商周出版 785.28/2128

239 愛迪生傳 馬修．約瑟夫遜 志文 785.28/2153 

240 <<回到未來>>的幸運兒:米高.福克斯自傳 福克斯/徐仲秋 商周出版 785.28/3144

241 凡人.英雄.世紀喬丹 洛/吳四明 方智 785.28/3716

242 愛因斯坦 奈佛于爾根 五南 785.28/4025/2013

243
永遠的奧黛麗‧赫本:一個美麗天使的影像=Audrey

Hepburn
李達翰/劉信佑 如果出版 785.28/4034/2006

244 活出歷史:希拉蕊回憶錄 希拉蕊 時報文化 785.28/4054:2/2003

245 化不可能為可能:李昌鈺的鑑識人生 李昌鈺 平安文化 785.28/4068/2014

246 矽谷女傑
Sandra L. Kurtzig,

Tom Parker
聯經 785.28/4144

247 勇敢抉擇:前惠普執行長Carly Fiorina回憶錄 卡莉‧菲奧莉娜 天下雜誌出版 785.28/4244/2006

248 愛因斯坦在路上 艾辛格/李淑珺 臉譜,城邦出版 785.28/4404/2013

249 不朽的搖滾靈魂:貓王 基爾/余毓淳 華文網出版 785.28/4410-2/2007

250 反敗為勝:汽車巨人艾科卡自傳
艾科卡,諾華克合

著
天下文化出版 785.28/4422:2/1985

251 我為中國而生:周以德的一生及其時代 艾德華著 中央日報出版 785.28/4424

252 榮耀與傳奇:球王、父親、愛滋鬥士:艾許
亞瑟.艾許,亞諾.潘

伯沙德
智庫出版 785.28/44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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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3
黑旋風歐巴馬:歐巴馬的故事.歐巴馬的崛起.歐巴馬的

傳奇:第一位美國黑人總統?!
林博文著 立緒文化 785.28/4440:2/2008

254 旁觀者: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 杜拉克 美商麥格羅.希爾 785.28/4454

255 麥克阿瑟回憶錄 麥克阿瑟撰 中華日報 785.28/4471

256

魔力與瘋狂:麥可傑克森唯一真實傳記1958-

2009:Michael Jackson:The magic, The madness, The whole

story, 1958-2009

藍迪.塔拉普雷利 凱特文化創意 785.28/4581/2009

257
他是玩真的!:「鋼鐵人」伊隆‧馬斯克改變未來的10種

能力

楊士範/吳居叡/鄭

緯筌
先覺 785.28/4648/2014

258 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=Steven Spielberg 泰勒/蘇千玲 方智 785.28/5044:2

259 藍斯.阿姆斯壯:環法自由車賽七冠王 威考克森/莊安琪 聯經 785.28/5444/2009

260 卡內基的一生:他生於貧困, 如何成為世界最富有的人 雷蒙.拉盟布朗 晨星 785.28/5643/2010

261 攻其不備:麥克歐爾躍升足球巨星的故事 路易士/王如欣 凱特文化創意 785.28/6764/2010

262 白袍.白杖:百年來第一位盲人醫師的奮鬥歷程
David Hartman,

Bernard Asbell
遠流 785.28/6826

263 公開:阿格西自傳 安卓. 阿格西 木馬文化 785.28/7141:2/2010

264 從難民到國務卿:歐布萊特回憶錄 麥德琳.歐布萊特 時報文化 785.28/7442:2/2004

265 丹諾自傳 克萊倫斯.丹諾 商周出版 785.28/7704-2/2008

266 籃球之神:邁可喬丹飛人傳奇完全紀錄 周啟行 智庫出版 785.28/7732/1998

267 麥克風與吊帶:賴瑞金傳奇
賴瑞.金, 卡爾.福斯

曼
漫遊者文化出版 785.28/8010/2010

268 暫時停止心跳:開心英雄的故事 米勒/項慧齡 天下生活出版 785.28/9044

269 刺桐花之戰:西拉雅台灣女英雄金娘的故事 林建隆 圓神 857.7/4417-2/2013

270 今生相隨:楊惠姍、張毅與琉璃工房 符芝瑛 天下遠見 909.886/8841

271 瘋狂音樂家 伊瑟里斯/溫文慧 好讀發行 910.99/2164

272 鋼琴怪傑顧爾德:天才的狂喜與悲劇 奧斯華/吳家恆 先覺 910.9953/2744

273 鋼琴師:大衛．赫夫考傳記 赫夫考/坦斯卡雅 天下文化出版 910.9971/4454

274 Pioneer Forever建築家伊東豊雄 謝宗哲 天下遠見出版 920.7/0435/2010

275 人生基本功:建築師潘冀的砌磚哲學 潘冀/藍麗娟 圓神 920.9933/3211/2010

276 一代宗師呂佛庭 黃國榮 臺中市文化局 940.9886/4469/2006

277 女畫家卡蘿傳奇 德魯格凱/黃秀慧 方智 940.9954/2242

278 羅曼菲:紅塵舞者 徐開塵 聯合文學出版 976.92/2870

279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:許芳宜的生命態度 許芳宜/林蔭庭 天下遠見出版 976.927/0843/2007

280 戲海女神龍:真快樂‧江賜美 江賜美/林明德 新北市文化局 983.371099/3178/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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